
      外傭雇主投保單位成立申報作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主辦單位：北區業務組承保一科 

辦理主題：108年度業務說明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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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常見問題 

外傭雇主投保單位之保險對象及資格 

外傭雇主-單位新成立 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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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外傭雇主投保單位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險對象及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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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保險對象及投保單位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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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加保資格 

 領有外僑居留證或其他居留證明文件，且於效期內 

 受聘一定雇主，符合勞動部規定領有聘僱許可函 

 依聘僱許可函之核准日，符合加保資格 

對象:受僱於個人單位，從事病患照護           

         業務之外籍看護員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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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3日內向保

險人辦理投保；並於退保原因發生之日起3日內，向保

險人辦理退保。  

 投保單位未依第15條規定，為所屬被保險人或其眷屬辦

理投保手續者，除追繳保險費外，並按應繳納之保險費

處以二倍至四倍之罰緩。 

◎加保相關規定 

(健保法§15 、84)  



 二、外傭雇主-單位新成立 

 

      
 

 
7 7 



8 

外傭雇主單位新成立之辦理方式 

(一)書面申請 

 (二)網路申請成立健保投保單位   (免郵寄) 

註註 

 
 
 
   查詢路徑: 
 
  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(https://www.nhi.gov.tw) 
 
    -->投保單位-->投保單位代號(含承辦人)查詢 

※申辦前請先確認外傭雇主是否已成立投保單位 

      登入健保署網站：https://www.nhi.gov.tw 
     點選『投保單位』項下『網路申辦及查詢(投保單位)』     
       選擇『網路成立投保單位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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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是否已成立投保單位-1  

登入健保署網站https://www.nhi.gov.tw 



10 

查詢是否已成立投保單位-2 

輸入雇主身分證號(第1碼英文字大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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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是否已成立投保單位-3 

表示已成立外傭投保單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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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是否已成立投保單位-4 

僅列示代號無(外傭單位)字樣，  
表示需另成立外傭投保單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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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是否已成立投保單位-5 

表示需另成立外傭投保單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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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傭雇主成立投保單位之申辦 

 應填具表單 
    【投保單位成立申報表（Ａ表）】及【保險對象投保申報

表（Ｄ表）】(倘外傭為首次加保，請填寫健保卡申請表)
各一份並加蓋雇主私章。  

需檢附相關文件~ 
雇主身分證影本、外傭居留證影本及勞動部聘僱許可
函影本。 
 
 

表件備妥後，如貴單位之通訊地址在桃園市、新竹縣、
新竹市及苗栗縣，請以掛號寄送至：衛生福利部中央
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；地址: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山
東路3段525號。 

(一)書面申請 

※(健保法施行細則§2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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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承保專用表格郵寄單位及地址 

(依外傭雇主之通訊地址區分管轄業務組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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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投保單位相關表單下載路徑 

 ※請至本署全球資訊網www.nhi.gov.tw/下載及應用 

    /資料下載/表單下載/投保資格與異動表單/健保承保專用 
   表格，自行列印使用。 

健保卡申請表下載路徑 

 ※請至本署全球資訊網www.nhi.gov.tw/下載及應用 
    /資料下載/表單下載/請領健保卡申請表，自行列印使用。 

外傭最低投保金額~~108.1.1起23,1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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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成立申表填表
說明 

請留仲介公
司聯絡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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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傭加保表填表說明 

依
居
留
證
填

寫  

108年基本工資
23,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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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
可
函
填

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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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傭首次加保~請領健保卡填表說明 

首申請健保卡者，免繳納工本費，僅需填寫本申請表第一聯，
連同居留證明文件影本，以掛號郵寄至健保署所屬各分區業務
組辦理，郵局櫃台不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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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申辦案件~外傭單位成立通知書樣張 



網路申請成立健保投保單位 

本作業系統自107.4.26上線服務!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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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省郵資費用 
節省紙張及 

列印成本 

即時成立及加保 
擴大本署e化
服務對象 

優點 

一張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，網路申辦外傭單位 
新成立投保手續超easy， 建請多加利用!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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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本業系統前應注意事項: 
•本系統目前僅提供線上申辦「外傭雇主成立健保投保單

位及首次人員投保」作業。 

•為保護您的個人資料安全，本系統將自108年10月1日起

全面停止支援Windows XP、Vista及Mac OSX 10.8等版本(

含)的作業系統及IE10版本(含)以下的瀏覽器；Chrome或

其他瀏覽器則建議使用最新版本。 

•仲介公司承辦人可使用本人之自然人憑證或已註冊健保

卡當憑證。 

•首次登入系統需先完成電腦環境設定及安裝以符合本系

統要求。 

•使用申請作業及首次人員加保作業前請先將勞動部聘可

函、負責人身分證及外傭居留證掃描成PDF檔或JPG檔(檔

案大小不超過5M)以利瀏覽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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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網路辦理外傭雇主健保投保單位成立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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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至中央健康保險署網址：
https://www.nhi.gov.tw/ 

2.點選『投保單位』項下『網路
申辦及查詢(投保單位)』->
『網路成立投保單位』 

 
網路申請成立健保投保單位-登入路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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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申請成立健保投保單位-登入頁面 

 

未盡事宜，請參閱本作業系統首頁左下方「系統操作手冊」或歡迎電洽03-
4339111轉分機2042、2003、2005或撥打健保咨詢服務專線0800-030-598 



 
首次登入系統~請先進行環境設定及元件安裝 

 

27 

1.首先按下「環境 
及安裝說明」連結，
依登入卡別及瀏覽
器，完成電腦環境
設定及元件安裝。 
2.安裝完成後，重 
 啟瀏覽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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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卡 

 依據使用卡別，點選『檢測IE環境』 確認電腦環境設定 
自108.10.1起不再支援ie8~9 

 

倘使用IE登入系統~請進行檢測IE環境(1/2) 

自然人憑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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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IE版本跟位元，IE10以上僅能使用32位元，不支援64位元。 
倘『您目前的設定』與『建議設定』不同，請點選「變更我的設定」， 
    設定完成後，關閉視窗。 

 
 
 

檢測IE環境(2/2) 



 
元件安裝(1/2)-憑證登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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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依據使用瀏覽器類別及作業系統，執行「下載元件安裝檔」 



 
元件安裝(2/2)-健保卡登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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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據使用瀏覽器類別及作業系統，執行「下載元件安裝檔」 
元件下載完後，請先關閉所有瀏覽器，以利安裝元件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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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至中央健康保險署網址：
https://www.nhi.gov.tw/ 

2.點選『投保單位』項下『網路
申辦及查詢(投保單位)』->
『網路成立投保單位』 

 
重新登入網路成立投保單位作業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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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點選以憑證登入或健保卡 
2.讀卡機插入人力仲介公司承辦人之自然人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 
3.若選擇以健保卡登入但尚未註冊者，請連結首頁右上方『健保卡網 
  路服務註冊』，註冊完成後，再至本系統登入使用。 
4.輸入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密碼按下【登入】按鈕。 

 

 
網路申請成立健保投保單位作業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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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請點選左邊「申請作業」 

網路申請成立健保投保單位-系統服務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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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-填寫申請資料-1/3  

依勞動部核准函上列示外傭從
事看護工作的地點 

◎為必填欄位 

外籍看護工之到職日期 

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，系
統自動帶出申請人姓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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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成功及單位成立時，
會寄送通知信至此信箱。 

請瀏覽上傳左列證件 

申請作業-填寫申請資料-2/3 

請務必配合填寫，
以利連繫。 

按「確認送
出」鈕完成
申請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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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網頁訊息，您已申請成功，接著請按
「確定」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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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點選首次人員加保作業 選擇投保單位名稱按「新增」則顯 
   示加保資料輸入頁面進行新的加保人員資料登打 

首次人員加保作業-1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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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妥外籍看護工的加保資料，並上傳檢附文件，按「儲存」鈕
完成加保作業。 

請瀏覽上傳左列證件 

首次人員加保作業-2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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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首次人員加保資料--進入畫面時選擇「投保單位名稱」按「查詢」鈕，
接著按「身分證號」連結，則顯示「加保資料」的編修模式 

首次人員加保作業-3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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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要修改加保資料，請於資料修改完畢後按「儲存」鈕，儲存資料。 
若要刪除資料，按「刪除」鈕，刪除加保人員資料。 

首次人員加保作業-4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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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收到由系統自動發送「申請成功」通知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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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申辦進度查詢作業」 
  -提供查詢目前申請案件處理狀態及修改申請資料 

1.若審核狀態=待審核，則提供可維護該申請單位資料。  

  請點選「受理號碼」連結，進入「申請資料」畫面，進 

  行料修改或刪除。 

2.若審核狀態=審核成功或審核失敗， 則僅提供查看申請 
  單位資料，不可維護。     

註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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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「申請資料」畫面，若要修改資料，請於資料修改完畢後按「儲存」
鈕，儲存資料。若要刪除資料，按「刪除」鈕，即刪除申請單位資料。 

修改申請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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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案經本署審核通過並已設立完成，系統會以E-MAIL 
寄送審核成立通知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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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成立後系統會以E-MAIL寄送成立通知書予投保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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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申辦案件~外傭單位成立通知書樣張 



 三、常見問題Q&A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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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常見問題Ｑ＆Ａ 

如何得知這位外傭雇主是否已成立投保單位？ 

雇主未曾聘僱過外傭，申請加保該附哪些文
件呢？  

 
 查詢路徑: 
    
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(https://www.nhi.gov.tw) 
 
 -->投保單位-->投保單位代號(含承辦人)查詢 

請檢附投保單位成立申報表及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，並附上雇主身分證影本、外傭居留
證影本及勞動部聘僱許可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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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常見問題Ｑ＆Ａ 

外傭雇主已成立投保單位，可否透過『網路成
立健保投保單位』作業系統申辦外傭加、退保？  

不可以喔。 
本網路作業係統僅提供未曾聘僱過外傭之 
    雇主(即無單位代號)線上申辦成立健保投 
    保單位，並為所屬外傭辦理加保的案件。 
已有單位代號之外傭雇主,請以紙本郵寄表 
    件辦理外傭加、退保手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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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常見問題Ｑ＆Ａ 
健保卡如何註冊? 

可透過手機下載『健保快易通APP 』快速認證
或上網至『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』系統填寫網
頁註冊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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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行動電話認證】限本國籍人士使用本人申辦的
月租型門號及個人4G行動網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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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完成網頁註冊資料，按【確認送出】鈕。於「電子郵件信箱」收取確認信,持「健保卡」
點選連結及輸入「認證碼」即完成註冊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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